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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活課程是本次課程改革的重要發展，為了使學校教師在評鑑生活課程時有

所依循，本研究旨在建構生活課程發展評鑑指標。基於生活課程的初探性，及宜由

熟悉生活課程的學者專家群及第一線的專家教師群共同參與，本研究嘗試採用精釋

研究法建構指標，以反映專家所關心的指標向度，研究結果依循課程發展的設計、

實施及成果等三個階段建構三十個指標，同時決定重要指標，並評析其適用性，以

提供發展生活課程的教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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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fe curriculum is a critical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current curriculum reform.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school’s teachers in evaluation, this study aims at 

constructing the indicators used 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fe curriculum. 

Owing to the initial exploration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college specialists and school 

expects, the researcher adopted the Hermeneutic method to construct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the life curriculum by reflecting expert’s opinions on those indicators. The 

researcher has developed 30 indicators based upon three stages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cluding design, implement and outcome.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er 

further examined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indicators to the lif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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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九年一貫課程是近年來臺灣的重

要課程改革政策，符應後現代思潮，課

程發展以學校為本位，以教師為主體，

強調學校與教師的責任和力量，讓教師

在理解利害關係人對學校教育的期待

後，依循地方特色與個殊需求，發展適

合學生的課程，然而在課程權移轉至學

校教師的同時，如何維繫課程品質是一

個重要的議題。 

課程評鑑的重要性因此備受重

視，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即明列中

央、地方及學校課程評鑑的權責，其

中，因課程發展既以學校為本位，課程

評鑑機制亦應主要由學校與教師在課程

發展過程中自主自發，才能時時檢視，

反省改進，在學校課程發展中，課程設

計、實施、成果與評鑑本應是一貫的。 

然而過去許多研究指出臺灣的學

校課程發展非常缺乏評鑑的機制（黃政

傑，1994；張嘉育，1999），近來因應

課程改革，許多學校與教師開始接觸及

學習課程與教學評鑑知能，而從研究顯

示，教師在學習課程評鑑的過程中，最

感棘手的就是指標的研訂，尤其缺乏領

域部分的指標參考，近來已有許多研究

探討學校教師從事課程發展與評鑑時可

參考的評鑑指標，亦在許多學校中試行

（陳美如、郭昭佑，2001；郭昭佑，

2000；高新建，2001；張嘉育、黃政

傑，2000），但是以學習領域為核心的

指標建構仍相當缺乏。 

九年一貫課程的基本理念強調生

活化，綱要中直指「國民中小學之課程

理念應以生活為中心……」，在國小低

年段更整合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藝

術與人文三個學習領域為「生活課

程」。此一立意雖佳，但從生活課程綱

要中我們發現其說明過於簡要，連附錄

仍不足十頁的篇幅讓教師難窺其概，而

在分段能力指標與十大基本能力關係中

亦從略帶過。由於生活課程在臺灣是首

次嘗試，教師對該課程如何發展相當陌

生，對評鑑的指標向度更是不知所措。 

因此，位於第一線的教師在面對

生活課程發展時，如何進行三個領域的

整合、轉化及詮釋，以進行課程的設

計、選擇與組織？如何從事貼近「真實

生活世界」的生活課程發展與評鑑是教

師的一大難題。此次課程改革，在我們

要求教師自行發展課程的同時，應提供

更多支持的系統，讓教師能有更多的方

向與參考進行生活課程的發展與評鑑，

而評鑑指標的探究將是幫助教師進行生

活課程發展的重要支柱。 

學校教育指標的研擬約可分為依

上級規定不須重擬的規範指標、沿用已

曾評鑑或有研究支持的借用指標、依過

去資料再經討論修改的修訂指標及完全

無參考資料須自行研發的發展指標（郭

昭佑，2000）。因生活課程在臺灣係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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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應用，對其內涵仍須再釐清，更

不可能有相關的評鑑指標以供借用或修

訂參考，且截至目前為止並無生活課程

評鑑相關研究，因此指標必須以發展方

式建構。 

指標建構的方法很多，本研究參

酌指標建構方法的特性，嘗試以精釋研

究法（Herminiutic）係基於生活課程的

初探性，及宜由熟悉生活課程的學者專

家群及第一線的專家教師群共同參與，

更能反映兩群專家所關心的主要指標，

因此採用此方法研訂生活課程發展的評

鑑指標，並評析其適用性。 

貳、文獻探討 

一、 生活課程在九年一貫 
課程政策中的位置 

(一)生活課程之於九年一貫 

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之課程目標開宗明義：「國民中小學之

課程理念應以生活為中心……」，且須

透過「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

等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統整化與

現代化之學習領域教育活動」來達成

（教育部，2001），足見在此次國民中

小學課程改革中「生活」的重要性。 

實驗主義鼻祖杜威（J. Dewey）最為

重視生活經驗，他認為要把學習與生活

結合起來，學生在學校彷彿置身一個迷

你的社會，在自然情境中接觸基本生活

的活動，除了逐漸熟悉大社會結構與運

作，也學習克己自律，校內活動也不會

與生活脫節，他更直指如果學生在學校

中不能利用校外經驗來幫助學習，同時

校內所學也不能應用在日常生活中，此

則學校教育最大的浪費（引自林秀珍，

1999），這種以活動為主的課程組織型

態，是以學生經驗作為課程設計的基

礎，將學習內容融合在活動過程中，一

方面提高學生學習自願性，另一方面讓

學生的校外經驗與校內經驗連成一線，

達到經驗持續成長與改造的目的（黃政

傑，1994），Quick（1999）也認為建構

一個「好的生活」課程應該被重視。 

杜威所稱生活的整體內容十分廣

泛，舉凡經歷、見聞、情感、意志與認

知思考等活動都是生活經驗的範圍（引

自林秀珍，1999），亦是一個整合性的

概念。在九年一貫課程中，基於課程統

整理念，科目已為學習領域取代，分為

語文、健康與體育、社會、藝術與人

文、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及綜合活動

等七大學習領域，而在一至二年級，則

將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

學習領域統合為「生活課程」。其基本

理念為「國民小學低年級課程乃屬國民

教育之開端，特別應以生活為中心，統

整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

係，發展生活中的各種互動與反省能

力，奠定從生活中學習的基礎」（教育

部，2001）。據此，生活課程要體現的

理念與杜威「教育即生活」的精神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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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同。 

(二)他山之石 

德國初等教育的「實用課程」亦

呈現類似的架構：學校應依其不同的家

庭文化、學前教育背景經驗，引導學生

連結其生活環境，統整組織學生個別的

經驗知識，繼續發展學生的心理—動作

能力，以獲得社會行為的技能；強調學

校即兒童之生活實際，課程設計應以兒

童具體的經驗為中心，擴充與其周遭自

然、社會、人文、技術的生活世界的互

動（周玉秀，1996；陳惠邦，1997；陳

美如，2002）。 

德國「實用課程」取材自兒童的

三個基本生活圈（如圖1）：即「自然」

（客觀世界）、「社會」（人我關係）、

「自我」（個人內心世界），在兒童的成

長過程中，他必須學習將自然（客觀世

界）與社會（人我關係）統合於「自我

世界」中，主張經由活潑生動的教學，

培養學生對周遭環境的敏銳度，認識自

我與環境的關係，並適應現代生活的方

式，其目標在「促使兒童能客觀的掌握

他們所參與，而且可以有意義加以體驗

的生活環境」，以兒童生活環境為題

材，目的在幫助兒童對其生活情境與自

然生態的認識，重視兒童在學習過程中

的主動參與探索，重組其自身經驗（周

蓮清，1999，2000；陳惠邦，1997）。 

中國大陸最近的一次教育改革也

呈現這樣的趨勢：在國小低年級設置

「品德與生活」課程，強調「以兒童的

生活為基礎，以培養品德良好、樂於探

究、熱愛生活的兒童為目標之活動行綜

合課程」，以兒童生活為基礎，用三條

軸線（兒童與自我、兒童與社會、兒童

與自然）構成課程基本框架，不同向度

的內容相互連貫，整體呈現（陳錫錄，

2002；基礎教育司，2001）。生活課程

在鄰近的日本也已行之十數年，只是其

統整範圍僅包含社會與自然兩個學科，

像屬於藝術領域的圖畫工作、音樂還是 

 

 

 

 

 

 

 

圖 1 Marquadt-Mau 實用課程架構的三環關係 

資料來源：轉引自周蓮清（2000，頁 142）。 

社會 自然 

自我 

兒童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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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獨立的。 

(三)臺灣「生活」課程的目標 

相較於上述國家的生活相關課

程，除了社會與自然課程外，臺灣的生

活課程更多整合了藝術與人文領域於其

中，其課程目標亦包含人與自己、社

會、自然的關係（教育部，2001）： 

1.人與自己 

(1)從藝術的探索、欣賞與表現活

動當中，覺知個人與環境的關係，感受

創作的喜悅與樂趣，並豐富個人的心靈

生活。 

(2)透過生活體驗，覺察自己的成

長、潛能、身心健康，以及自主能力。 

2.人與社會 

(1)認識自身周圍環境的特性與變

化，覺察到社會中的各種網絡關係，進

而關懷自己的周遭環境。 

(2)樂於參與各種藝術活動，擴展

文化與藝術視野。 

3.人與自然 

(1)喜歡觀察環境中的事物，獲得

發現的樂趣。 

(2)認識、瞭解並關懷周遭的動、

植物。 

(3)喜歡利用簡單的器材，製作各

種玩具或器具。 

生活課程的意義，一方面結合三

個學習領域，體驗自然與生活科技的

真、社會領域的善，以及藝術與人文的

美；另一方面，應強調生活課程的核心

須跨越三個學習領域的界線，帶領學生

從「生活」出發，從生活中進行理解與

學習，體驗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

自然的關係。 

(四) 拼湊的「生活」課程可藉評

鑑指標再釐清 

然而，雖然整合了三個學習領

域，但從上述目標可知，僅是完全參照

各領域拼湊而已，並未重整呈現。又如

在分段能力指標上：「所有的能力指標

皆取自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

科技三大領域的第一學習階段之能力指

標，因此未做任何增刪修改，只是加以

歸類為九大主題軸，包括認識周遭環

境、體驗個人與群體生活、察覺社會與

生態關係、藝術探索與創作、審美與思

辨、文化理解、發展科學過程技能、提

昇科學認知及涵養科學精神」；另在分

段能力指標與十大基本能力的關係上：

「由於生活課程所有的能力指標，皆取

自上述三領域的能力指標，故與總綱十

大基本能力的關係並未產生改變，其關

係參考原三大領域的課程綱要，不再重

複」；更有甚者：「其餘實施要點請參考

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與生活科技三

大學習領域之課程綱要。」（教育部，

2001） 

在生活課程綱要中雖明列：「生活

課程之教科書編輯，每學期以一冊為原

則，不宜分成社會、藝術與人文、自然

與生活科技三冊」，足見整合原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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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有關生活課程綱要之相關規劃，

只見拼湊形式而未見整合。也就是說，

從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看不出生活課程

在國民小學低年段的整體思維，第一線

教師須自行彙整摸索生活課程在國小低

年段的意涵而發展課程，而無法判斷書

商所編教科書是否適宜。 

據此，期望教師在生活課程發展

同時能透過課程評鑑彼此觀照與檢證，

掌握課程發展方向，發現問題並進行改

進，而有關課程評鑑指標研擬實有益於

教師如何整體性的看待生活課程，並經

由適切且多樣化的教學型態，營造連結

「生活」與「學習」的機會，促使學童

能將課堂所學與日常生活世界的經驗能

連結在一起，產生理解且有意義的學

習。 

二、 以教師為主體的課程 
發展與評鑑 

九年一貫課程係以培養「基本能

力」為目標導向，在生活課程這樣繁複

的系統中，如何轉化發展成為具體的教

材，並落實在教室現場的實際教學活動

中，如何在教材與教學發展過程中，建

構「基本能力」的發展及精熟層次，以

觀測及評鑑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學者專

家、學校教師必須共同面對與超越的挑

戰，而這種挑戰對大家而言都是一項嶄

新的經驗。 

(一)教師在課程上的傳統角色 

中小學教師在臺灣的傳統角色是

「課程的實施者（教學）」，首先，教育

部先找到一群專家研修課程標準，再委

託部屬單位（如國立編譯館或當時的板

橋教師研習會）找到另一群專家依循課

程標準編寫各科教科書。而在學校裡，

行政人員會安排教師的授課年級與各班

課表在每學年開學時交到教師手上。對

於教師而言，其職責就是將那一本本所

謂「專家」開發出來城市與鄉村一樣、

山邊與海邊相同，甚至日校與夜校仍然

是同一本的教科書，想盡辦法塞進那一

群群居住文化、家庭背景、個性及學習

程度都不同的學生腦袋瓜裡⎯⎯教師只

管自己教得好不好，很少去關心課程或

教科書的品質，即使自己教學或學生學

習出現相當大的問題，除了調整教學策

略或為不得已放棄一個個學習不佳的學

生而自怨自艾以外，依舊不曾質疑課程

或教科書適當與否，久而久之，教師逐

漸喪失因應學生區域差異或個別需求的

課程自主性。 

受到後現代思潮影響，臺灣近年

一波波的課程改革迫使中央課程權下

放，教師逐漸被授權規劃與發展以學校

為中心的課程，成為自己課堂上的主

人。然而，教師在課程改革中長期被定

位為教學技術人員或半專業人員，或是

只被動等待執行技術工作的「勞動者」

身分（范信賢，2000），而非專業的課

程研究者，教師在課程改革中無發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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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其聲音也從不被重視。即使教師

從事實際的課程發展，亦常埋首於自己

任教的學年或領域，較少思考所設計的

課程在學校願景、整體課程架構及其他

領域上的關聯（教育部，1998），更遑

論以評鑑來改進課程了。 

教師既已成為課程發展的主體，

課程品質的責任自然亦須由教師承擔，

評鑑機制即可發揮如此功能。理想上，

課程評鑑是協助學校教師蒐集訊息、瞭

解問題、研擬策略、改進問題的重要機

制，但長期以來教師在課程評鑑中，始

終是一個被「觀看」的角色，評鑑對教

師而言，無疑是一種「評等」與「審

判」，教師處於一種被動、壓抑的地

位，在過去的評鑑系統中，教師僅是客

體，而非主體（陳美如、郭昭佑，

2003）。當教師隱晦的知識無法成為具

體的評鑑洞見，其課程發展的主體性如

何彰顯？其教育專業如何呈現？ 

身為學校教師，尤其當擁有更大

的課程決定權時，必須探究自己的課程

發展與教學行動，因為唯有課程發展者

才最瞭解課程，最有資格對自己的課程

進行探究，而此探究歷程即是課程評

鑑。課程評鑑需要反省批判的功夫，教

師面對課程評鑑不能再是被動的角色，

而是主動積極的個體。課程評鑑對教師

不該只是一項作業，而是在課程自主的

同時應有的責任⎯⎯透過評鑑瞭解課程

問題、改進課程、確保課程與學生學習

的品質。 

(二) 生活課程的良窳須仰賴教師

為主體的課程發展與評鑑 

如果要讓生活課程「活」起來，

生活課程就不僅僅是教科書或書面的課

程設計，它是一個動態、發展中的課程

（歐用生，2004）。這個「活」處在真實

的教學現場，跟著師生的互動，整體的

環境，而不斷發展，因此教師在生活課

程的角色就非常重要。生活課程品質的

良窳，攸關教師在行使生活課程過程中

的思考與行動，教師即研究者的概念就

發揮極大的影響力，英國學者Stenhouse

在1968年面對參與人文課程方案實驗教

師宣讀的一篇手稿，提出教師即研究者

的概念，此想法也影響臺灣甚遠。 

他主張教師專業的自律性，鼓勵

教師有系統的質疑自己的教學，作為專

業成長的基礎，教師在課程發展上的參

與將使教師逐漸成為他自身教室裡的研

究者，在自己的教室裡蒐集資料，並加

以反省，從事改變，而當改變被認定是

有意義的，教師即研究者這個概念將會

從教室的改變，而發展至學校脈絡的改

變（蔡清田，1997，2001；Elliott, 1991; 

Low, 1993; Stenhouse, 1975）。「教師即

研究者」確認了教師在課程領域發展的

主體性與發聲的權力，藉由在教學現場

的自主覺察與省思，經由研究解決自身

所面臨的問題，並提昇自我的專業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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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師從事評鑑方面，澳洲課程

發展中心（ Cruuiculum Development 

Center, CDC）於1977年主持了一個名

為「教師即評鑑者」（ Teachers as 

Evaluators）的研究計畫，這個研究主

張教師應被鼓勵從事更多的反省，系統

的蒐集更多的資訊，以瞭解課程與教學

問題並作適當的課程決定（陳美如、郭

昭佑，2003；Davis, 1981）。Ackland亦

認為對課程的反省與探究，最好是由課

程發展的實踐者⎯⎯教師所執行，評鑑

的過程是建立在教師即研究者之行動研

究基礎上，這不僅有助於導引新的行

動，更能提昇對課程的覺醒（Ackland, 

1992）。Nevo也認為必須透過學習，使

學校成員釐清評鑑的意涵，並取得評鑑

在學校中角色的共同理解（ Nevo, 

1995）。 

教師透過課程評鑑的探究與反省

歷程，找出自身的定位與教學盲點，如

此對課程品質的自我要求，亦正是教師

的價值與尊嚴之始。在學校本位課程發

展中，教師同時扮演發展者與研究者的

角色，成為行動研究的典型，經由評鑑

探究課程發展問題、研擬策略並加以修

正，因此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過程中，

評鑑與研究是交織在一起的（游家政，

2000）。 

綜合上述之探討，教師是課程改

革過程中，一股極重要且穩定的力量，

唯有教師的課程發展與評鑑專業提昇，

課程的品質才得以永續，而教師的自省

與行動，才是教師在學校課程發展與評

鑑上主體性的體現，如此「活」的生活

課程，才能真正發生在真實的教學場

域。 

三、 教育指標建構方法⎯⎯
精釋研究法 

Nuttall（1992）認為「教育指標應

聚焦於某項教育議題的主要概況描述，

期望將系統的全貌或是系統內的某些重

要成分加以呈現」，Stern（1988）則隱

喻為「教育指標為測量教育的健康情形

與發展趨勢的資料」。教育指標在教育

發展上的應用已日益普遍，所扮演的角

色也越益複雜，其主要的功能包括陳述

教育期望、管制教育評鑑的品質，提供

教育決策資訊及提供教育消費者選擇所

須 資 訊 （ Anderson, 1991; Cuttance, 

1990; Elliott, 1991）。 

(一) 精釋研究法在指標建構上的

應用 

Catherine Cassell與Gillian Symon於

1994年發展一套以質的過程、量的分析

為主的指標建構方式，精釋研究法的主

要理論是讓參與者不斷的建構及解釋，

並以建構重要的、具代表性的決定性指

標為原則，而非完整的全面性指標建構

方式。其主要步驟歸納如下（洪榮昭，

1997；郭昭佑，2000）： 

1.發展檢核表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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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群須瞭解所要建構指標的評

鑑客體內容，並發展檢核表草案，經討

論並篩選，彙整出檢核表之內容與類別

之草案。 

2.專家晤談 

研究群分別與兩組專家群晤談，

每群至少四位專家組成，依其專長討論

檢核表，在瞭解檢核表各項目之內容意

義與其分類方式後，依其討論與想法提

出參考意見，並據以調整指標項目與類

別。 

3.比較專家晤談結果 

研究群比較兩組專家群意見，利

用其意見相似或相異性，據以修正檢核

表，發展下一個檢核表草案。然後不斷

重複步驟1至3，直到各組對檢核表草案

之內容與分類沒有進一步意見，即須達

到所謂「理念的飽和」為止。 

4.確認檢核表草案 

研究群依修正檢核表過程之意

見，整理檢核表，並經與兩組專家群討

論無問題後確認檢核表內容。 

5.選取決定性的重要指標 

由兩組專家各自討論後，給予各

項目相對權重（1-5分），並對兩組專家

所給的權重，依Kappa係數求其一致

性，如兩組專家的權重達一致性（一般

以Kappa值大於0.7以上者），即可選取

檢核表草案中最高分的指標為具決定性

的重要指標。此方式係以專家一致性的

效度來決定重要指標，包括組內討論後

的一致性及組間在Kappa係數的一致

性。 

在評鑑中各指標的表現結果經常

不是獨立的，也就是說其間有一定的關

係存在。好比打籃球，主將的表現會影

響其他球員；在工作上，某項重要關鍵

做好了，其餘事項便容易上手。所謂

「決定性指標」正是如此，如果在這些

指標上表現得好，在其他指標的表現上

大多不會太差，也就是具有關鍵性與決

定性。當然，指標結構有其系統性與完

足性，非重要指標亦極具應用價值，只

是在評鑑資源不足時，可考量只評鑑決

定性指標以節省評鑑人力物力。 

6.修正檢核表優先順序 

在兩組專家群對決定性指標意見

達一致後，即依研究結果調整指標順

序。 

(二)指標建構方法選擇考量 

指標建構方法相當多，並無所謂

最好、最科學或最嚴謹的方法，而應考

量適用與否，必須考量客觀條件與使用

者需求等各種不同的因素，例如研究典

範、指標建構專業能力、專業資源，而

參與者除專家、評鑑群外，或應參考利

害關係人的意見，在人力、時間、經費

及資料與工具限制上亦須瞭解，此外，

評鑑的功能、使用者與指標適用範圍亦

是選擇指標建構方法應考量的因素（郭

昭佑，2000）。本研究在考量諸多因素

後，決定採用精釋研究法的主要原因如



建構生活課程發展評鑑指標⎯⎯精釋研究法在指標建構上的應用 11 

 

下： 

1.指標建構參與者的專業性 

因為生活課程在臺灣係首次呈

現，雖明確由自然、社會及藝術等三領

域整合而成，但其內涵仍未明晰，因此

在課程發展中的評鑑指標亟須專家建

構。精釋研究法的指標建構主要係由

「研究群」研擬指標，並經兩組「專家

群」各自討論，從研究群與專家群的相

似或相異性，比較討論並不斷修改直到

沒有更進一步意見為止，研究群與兩組

專家群均須具有生活課程研究或實務專

業，符合本研究在指標建構參與者的專

業性需求。 

2.指標建構過程須不斷在理論與實

踐中檢證 

由於生活課程發展評鑑指標的發

展屬探索性研究，因此除了研究者對於

生活課程的理解研擬指標外，最重要的

是能否適用於生活課程的教學現場，因

此第一線教師對生活課程發展與評鑑的

實踐經驗是重要的指標建構資訊來源，

而此實踐經驗亦應與學者專家的理論脈

絡來回檢視修正，尋求專家看法的一致

性，才能在理論與實踐不斷檢證中探究

最適切的生活課程發展評鑑指標，並具

備專家效度。精釋研究法即由研究群初

擬指標，經兩組專家群對指標不斷來回

解釋與建構，與研究者討論修正並尋求

兩個專業群體意見的一致性，且本研究

的兩組專家群，一為熟悉生活課程的

「學者專家」，一為學校現場的生活課

程教學「專家教師」，符合本研究指標

建構過程須理論與實踐彼此檢證的精

神。 

3.生活課程發展評鑑指標的形成性

建構 

由於在學校中的生活課程發展，

由課程設計、實施到成果，每一個階段

都有評鑑（指標）的需要，因此必須由

第一線的專家教師實地參與生活課程發

展，並藉此經驗，探究在評鑑生活課程

發展每一個階段所需要的指標內涵。在

精釋研究法中，本研究的「專家群」之

一即以學校生活課程專家教師為主，在

實際生活課程發展過程中與學者專家群

及研究群共同建構評鑑指標，符合本研

究指標系統的形成性建構。 

4.可決定重要指標以供參考 

許多教師在面臨評鑑指標時常會

有種「化繁為簡」或是「告訴我重點」

的需求。如果評鑑結果不做比較，教師

們並不需要知道指標間的權重關係，但

想知道的是這麼多指標中，那些是重要

的、關鍵性的指標。而在精釋研究法

中，透過兩組專家對指標權重的一致性

考驗，可決定重要指標並調整在同一項

指標系統內的指標順位，讓使用的教師

瞭解重要性指標以茲參考。 

參、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係以精釋研究法建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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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評鑑指標，在研究群與兩組專

家群不斷的建構與詮釋中，發展生活課

程發展評鑑指標，並經由Kappa一致性

檢定，尋求決定性的重要指標。 

本研究參與者除了三位研究者所

組成的研究群外，兩組參與指標建構的

專家群分別由熟悉生活課程研究的八位

「學者專家群」及第一線從事生活課程

發展的五位「專家教師群」共同合作，

研究群與兩組專家群名單詳如表1。 

而在求取決定性的重要指標上所

使用之Kappa一致性檢定，多用於評量

兩組評分者間的一致性，其公式為： 

P(A) P(E)
K

1 P(E)

−=
−

 

意即兩組評分者實際評分一致時

的次數百分比P(A)，與兩組評分者在理

論上評分一致的期望次數百分比P(E)

（經校正無誤之後）的比率。若評分者

的評分完全一致，則K = 1；若除了機

遇所造成者外，其評分皆不一致，則K 

= 0（張紹勳、林秀娟，1995）。 

其次，本研究主要流程如下： 

一、 生活課程理論背景的 
探索與討論 

生活課程內容雖整合自然、社會、

藝術人文三個領域，但因在臺灣是初次

嘗試，三個領域之間的關聯，生活課程

本身的內涵都需要再澄清。研究者嘗試

從杜威的經驗主義、兒童學、兒童哲

學、加納（Howard Gardner）的多元智

慧，與布魯納（Jerorne Seymour Bruner）

的教育文化等相關論述，探討經驗、兒

童、學習、生活與理解的意義，透過閱

讀過程擴展理論視野，並交換彼此想

法，逐漸形成對生活課程的共識。 

二、 生活課程發展評鑑指標
的定位 

本研究所擬訂指標定位在生活課

程「發展」的評鑑，不限於學生學習後

的評量或書面課程，它觀照生活課程發

展的整個過程，重在提醒、討論與改

進，而不是評斷成效。因此指標的擬訂

也從課程發展的角度進行規劃，亦即包 

表 1 建構生活課程發展評鑑指標參與者 

建構群體 參與者 身分 備註（服務單位） 

研究群 郭昭佑 1、陳美如 2、洪若烈 3 本研究之研究人

員 
臺灣藝術大學 1、國立教育研究院

籌備處 23 

學者專家群 高明智 1、黃茂在 2、趙鏡中 3、

李駱遜 4、范信賢 5、秦葆琦 6、

劉英淑 7、王前龍 8 

生活課程相關學

者專家 
國立臺北師範學院 1、國立教育研

究院籌備處 234567、臺東大學 8 

教師專家群 曾淑珠 1、鄭秀英 2、陳淑芳 3、

戴睿琳 4、何美瑤 5 
生活課程發展專

家教師 
臺北市吳興國小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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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生活課程的設計、實施與成果等階段

都須評鑑。 

三、發展評鑑指標初稿 

研究群經文獻分析與討論後，即著

手進行生活課程發展評鑑指標的初擬，

本研究在指標內容的擬訂上，參考了先

前所閱讀的相關理論與文獻，同時也將

生活課程領域的綱要列入指標的內涵，

且因本研究定位在生活課程發展過程的

評鑑，依循課程發展歷程，分為課程設

計、實施與成果四階段擬訂指標，經研

究群討論篩選後彙整出評鑑指標初稿。 

四、專家晤談 

在評鑑指標初稿完成後，研究群

分別與生活課程「學者專家群」及學校

「專家教師群」兩組專家群體晤談，在

專家充分瞭解各指標項目之內容意義與

其分類方式後，依其專長討論並提出參

考性的意見，並據以調整指標項目或分

類方式。 

五、修正評鑑指標草案 

在兩組專家群提出其對評鑑指標

項目的修正或調整意見後，研究群即比

較兩組專家群意見，考量其相似或相異

性，據以修正檢核表，發展下一個檢核

表草案。然後不斷重複上述發展草案、

專家晤談及修正草案等三個步驟，直到

兩組專家群對指標草案之內容與分類沒

有進一步意見，即達到所謂「理念的飽

和」為止。 

六、確認評鑑指標 

在兩組專家群對評鑑指標意見達

飽和後，研究群依兩組專家修正意見整

理評鑑指標，並經與兩組專家群討論無

問題後確認評鑑指標內容。 

七、選取決定性的重要指標 

由兩組專家各自討論後，給予各

指標項目相對權重（1-5分），並對兩組

專家所給的權重依Kappa係數求其一致

性，如兩組專家的權重達一致性（一般

以Kappa值大於0.7以上者），即選取指

標草案中最高分的指標為具決定性的重

要指標。 

八、 修正指標優先順序調整
指標 

在熟悉生活課程之「學者專家」

及第一線的學校生活課程「專家教師」

兩組專家群對決定性指標意見達一致

後，即依研究結果調整指標順序。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由於生活課程在臺灣的首度呈

現，在對生活課程理論背景探索與討論

後，研究群對評鑑指標定位在生活課程

「發展」的概念，即在課程發展過程中

每一個階段都須評鑑，亦須評鑑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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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依生活課程的三個發展階段「生活

課程設計」、「生活課程實施」、「實施成

果」分別研擬評鑑指標初稿。在初稿完

成後，經與兩組專家晤談，比較研究群

與專家晤談結果並藉以修正指標，最後

依生活課程發展完成評鑑指標計三個階

段三十個指標。由於此部分從討論以至

理念飽合為止，包括指標的反覆修正過

程及晤談資料等的質化資料蒐集分析過

程冗長，並未於本研究中呈現，逕至決

定重要指標之步驟。 

之後將上述三階段三十個指標轉

化為「生活課程發展評鑑指標重要性評

量表」，請兩組專家在討論後分別給予

權重，依五等量表設計從最重要至最不

重要（1為最不重要指標，5為最重要指

標）。 

權重給予結果可能因兩組專家在

指標形成過程中的意見充分表達，因此

在給予各指標權重時呈現高標傾向（亦

即大都填3、4、5）。「學者專家」與

「教師專家」在上述三十項指標評分對

應之次數分配如表2： 

表 2 學者專家與教師專家評分對應 
次數分配表 

  學者專家 合計 

  3.00 4.00 5.00  

 3.00 4 2  6 

教師專家 4.00 1 12 1 14 

 5.00  1 9 10 

合計  5 15 10 30 

因此兩組專家實際評分一致時的

次數百分比為： 

25
P(A) 0.8333

30
= =  

而兩組專家在理論上評分一致的

期望次數百分比為0.3778（詳如表3）。 

由於K值大於0.7，且在Kappa係數

的顯著性檢定採用Z檢定（Z = K/Δ

K），亦即K值除以標準誤，結果達.01

顯著水準（如表4），因此決定兩組專家

評分達一致性。 

表 3 兩組專家在理論上評分一致的

期望次數百分比 

 邊緣次數 期望次數百分比 P(E) 

5 
5 6

30 30
×  0.0333 

4 
15 14

30 30
×  0.2333 

3 
10 10

30 30
×  0.1111 

總計  0.3778 

 

0.8333 0.3778
K 0.7321

1 0.3778

−= =
−

 

表 4 Kappa 一致性檢定表 

 Kappa值 標準誤 Z值 顯著. 

Kappa .732 .109 5.463 .000 

有效樣本 30 

 

在兩組專家評分結果達一致性檢

定後，隨即選取指標中最高分的指標為

決定性重要指標，並依研究結果修正指

標優先順序，並加以註記如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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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生活課程發展評鑑指標 

 
學者 
專家群 

教師 
專家群 

重要 
指標 

生活課程設計    
1.能掌握生活課程目標（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並反映於課程
設計中。 

5 5 * 

2.能激發學生思考並嘗試去解決生活相關問題。 5 5 * 
3.能考量學生的生活經驗，並透過課程與教學活動設計，規劃學生新的學習
經驗。 

5 4  

4.選取適切合格的生活教科書，並加以補充，使課程具可行性。 4 4  
5.能引發學生好奇心及持續的主動學習意願。 4 4  
6.能運用多元的教學方法與活動，如主題探索、參觀、遊戲、藝術表達、思
考教學等。 

4 4  

7.生活課程整體設計能縱向銜接（且不重複相同內容）及橫向統整（與其他
領域）。 

4 4  

8.能引發學生喜歡和他人一起合作，進行學習與探索。 4 4  
9.能注意藝術人文、社會、自然三個領域在生活課程中的均衡與統整。 3 4  
10.我對生活課程的理想，已融入課程設計中。 3 3  
生活課程實施    
1.以兒童真實的生活為起點，善用生活周遭資源，豐富教學內容。 5 5 * 
2.教學過程能適度引導學生參與群體生活，培養與人合作的能力。 5 5 * 
3.能引導學生用心觀察，察覺周遭環境的變化，並思考該變化與人、事、物
之間的關係。 

5 5 * 

4.秉持愛、關懷與好奇心，以熱心、積極與開放的態度進行生活課程教學，
並營造愛、自由與尊重的學習氣氛，讓師生、生生間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提昇學習的品質。 
5 5 * 

5.能尊重學生對主題的詮釋或各種問題的解決方式。 5 5 * 
6.能引導學生用自己的語言、圖畫、動作或歌唱，來表達內心的感受。 4 5  
7.能營造有意義的學習環境，引發學生學習動機，導引學生持續探索、試驗
和發現，並負起學習責任。 

4 4  

8.能延續學生的生活經驗，增加其生活問題解決能力，間接促進其他領域或
活動的學習。 

4 4  

9.在生活課程教學中，我是情境引導者與學習協助者，以學生習得完整的真
實經驗為目標，而不完全受限於學科知識。 

4 4  

10.能依據學生特性、學習內容及教學實況，活用教學策略，達到教學目標
（例如方案教學或設計教學、田野觀察與實驗、發現式學習、問答與討

論、遊戲、角色扮演與戲劇表演、參觀或參與文化活動）。 
4 3  

11.能提供良好的示範供學生觀摩，並提供充裕的時間和機會，讓學生在各
種情境下實作。 

3 3  

12.能仔細觀察學生，進入彼此的生活世界，並真誠的加以回應或適度引導。 3 3  
生活課程實施成果    
1.課程實施達到原先設定的課程目標。 5 5 * 
2.學生能從生活的觀察與學習中，體驗樂趣，感受美，進行探索。 5 5 * 
3.學生表現高度的學習意願，並有可能展開持續性的學習。 4 4  
4.學生察覺自己的成長與潛能，自主的能力增長。 4 4  
5.學生能用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與感受。 4 4  
6.學生透過生活課程，增進對生活的瞭解與應變能力，解決生活問題。 4 4  
7.學生能覺察社會中的關係網絡，關心自己周遭環境的特性與變化。 3 4  
8.學生能覺知人與自然的關係，感受生活的樂趣。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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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重要指標的決定發現，設

計階段十項及實施成果八項中重要指標

各占了二項，但實施階段十二項中重要

指標即達五項，九項重要指標逾半數在

實施階段。可能因為教學為教師的主要

職責，也是最常扮演的角色，因此特別

重視此一階段的指標。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係在研究群、學者專家及

教師專家的合作下，以精釋研究法建構

生活課程發展評鑑指標，主要結論如

下： 

一、 指標建構可重構參與者
對生活課程的圖像 

生活課程雖在九年一貫課程中說

明係整合藝術人文、社會與自然領域而

來，但整合後的圖像並未清晰。為了研

訂指標以評鑑生活課程發展，參與的研

究群與兩組專家群均能在不斷討論與詮

釋中重新建構對生活課程的圖像，亦能

釐清其重要意涵及課程發展過程中所須

關注事項，更能實際有助於第一線教師

發展生活課程。 

二、 生活課程發展評鑑應分
階段 

在生活課程發展評鑑的指標擬訂

過程中，研究群與兩組專家群均認同其

評鑑指標應依循課程發展而來，也就是

說，評鑑不僅僅是在課程發展結束後的

最後一個階段，而是從生活課程的設

計、實施到成果各發展階段都須評鑑，

因此指標的研擬也需要分階段訂定。 

三、 生活課程發展評鑑計分
為三階段三十項指標，

其中九項為重要指標且

教師特別重視實施階段

指標 

本研究將生活課程依其發展分為

三階段三十項指標，設計階段有十項，

其中二項為重要指標：(一)能掌握生活

課程目標（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

自然），並反映於課程設計中；(二)能

激發學生思考並嘗試去解決生活相關問

題。 

實施階段有十二項，重要指標有

五項：(一)以兒童真實的生活為起點，

善用生活周遭資源，豐富教學內容；

(二)教學過程能適度引導學生參與群體

生活，培養與人合作的能力；(三)能引

導學生用心觀察，察覺周遭環境的變

化，並思考該變化與人、事、物之間的

關係；(四)秉持愛、關懷與好奇心，以

熱心、積極與開放的態度進行生活課程

教學，並營造愛、自由與尊重的學習氣

氛，讓師生、生生間有良好的互動關

係，提昇學習的品質；(五)能尊重學生

對主題的詮釋或各種問題的解決方式。 

實施成果階段有八項，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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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項，包括：(一)課程實施達到原先

設定的課程目標；(二)學生能從生活的

觀察與學習中，體驗樂趣，感受美，進

行探索。而由此三階段重要指標的分

配，實施階段指標雖僅三十分之十二，

但重要指標卻占了九分之五，可見，教

師仍較關心教學，亦認定教學部分的指

標最具決定性。 

四、 本研究之兩組專家群 
結構尚屬適切 

本研究採精釋研究法建構生活課

程發展評鑑指標，除研究群外，兩組專

家群分別為熟悉生活課程理論的「學者

專家群」及實際從事生活課程發展的學

校第一線「專家教師群」，這樣的結構

既符合專家群體的效度，兩組專家群可

依其專長在理論與實踐間不斷檢證，尋

求生活課程最適的評鑑指標，這可從兩

組專家在建構指標過程的一致看法「整

個指標建構過程就像對生活課程的一次

再認識與再學習」中見其端倪。 

惟兩組專家群性質的組間區隔性

及組內一致性（一組為學者、一組為教

師），雖在群組內可因專家彼此間性質

與背景接近而有利相互理解與溝通，共

識也較易形成，且可避免學者與教師共

同討論時可能因「專業知覺」不平等所

引發的威脅感，以致降低教師群的意見

表達。但不可避免的，如同德懷術

（Delphi）一般，將缺乏不同意見間的

當面激盪與交叉詰辯討論機會，這個部

分也只能透過研究群在精釋研究法中的

橋樑角色儘量補足。由此可見，每個指

標建構方法都有其弱點，而精釋研究法

在本研究中的專家群結構雖有其不足，

然整體而言尚屬適切。 

五、 精釋研究法適用於初探
性研究並可決定重要指

標 

由於精釋研究法係由研究群與兩

群以上的專家群間不斷的詮釋與建構指

標，尋求意見上的飽和與共識，這樣的

方法相當適用於初探性研究。以本研究

為例，生活課程在臺灣課程改革中係首

次出現，對其評鑑指標的擬訂無法讓更

多利害關係人的參與（並不一定瞭解生

活課程），因此精釋研究法的專家效度

在這樣的初探性研究中是需要的，且能

在兩組以上專家效度間不斷相互檢證，

尋求一致性，是初探性研究相當可行的

方法；尤其又能在過程中尋求決定性的

重要指標，更能符應許多評鑑指標使用

者的需求。 

惟在兩組專家群以「權重」一致

性決定重要指標時，專家群對「權重」

的意涵大多以指標間的相對重要性來決

定。事實上，重要指標意涵著指標的重

要性、決定性及關鍵性，因此應讓專家

群在勾選權重的理解上述意涵，才能符

應重要指標的理論構想。 



18 教育與心理研究 28 卷 1 期 

 

依循上述研究結論，本研究建議

如次： 

一、 宜建立各領域評鑑指標
供教師參考 

此次的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依統整

原則已將原先科別以七大學習領域取

代，而在課程權下放並以學校教師為主

體的課程發展過程中，應協助教師瞭解

如何確保各領域課程發展品質，因此除

了生活課程外，宜建立各領域評鑑指標

以供教師評鑑課程發展參考。 

二、課程評鑑應導向形成性 

從生活課程發展評鑑指標的研訂

過程中，研究群與兩組專家群皆認為應

以形成性為主，因此指標亦分為設計、

實施及實施成果等三階段建構，在未來

課程改革逐漸重視教師自主的原則下，

課程評鑑應導向形成性，而不是只看課

程方案的書面資料或是課程成果，甚至

只侷限於學生表現。 

三、 生活課程發展評鑑指標
僅供參考可因應地區特

性修正 

由於生活課程在臺灣發展係屬第

一次，其概念有待更進一步釐清，而本

研究所擬訂指標亦屬初探性研究，雖有

學者專家及生活課程專家教師共同研擬

而具適當效度，但仍需要學校現場的更

多實踐與檢證以提供修正參考，況且生

活課程在各地區學校均有其不同特質，

評鑑指標本就不須一致性，而應由各校

依其環境研修適切的評鑑指標。 

四、 精釋研究法中的專家群
可依研究需求尋找 

精釋研究法係透過兩組以上專家

群提供意見，並比較其間相似或相異

點，不斷的詮釋與建構指標。因此專

家群的意見相當重要，本研究兩群專

家，一為學者專家，一為專家教師，係

為兼顧理論與實務。然而在不同的研究

主題中，可依研究需求選擇適當的指

標建構專家群，以能彰顯研究效度為

原則。 

五、 初探性的評鑑指標探究
可採用精釋研究法 

由本研究再次確認精釋研究法在

指標建構上的可行性，其方法並不困

難，且不須繁複的統計軟體，亦能達到

適當的研究效度，尤其以兩群以上專家

反覆檢證的效度，相當適用於初探性研

究。因此，建議研究範疇如屬初探性研

究，可考量採用精釋研究法。且依結論

所述，在專家群在決定重要指標而給予

各指標權重時，應讓專家群充分理解權

重所代表的不只是重要性，亦包含決定

性、關鍵性等意涵，以符應重要指標決

定的理論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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